
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琼海展商（部分）

琼海嘉积凉爽冷饮店
参展商品：芒果肠粉、榴莲绵绵冰

琼海嘉积麦记甜品店
参展商品：芒果绵绵冰、榴莲绵绵冰、芒果肠粉、布丁

海南叁圆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福水莲花、百香果茶

海南木养元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辣木茶、辣木曲奇、辣木酥饼、辣木面条、

辣木籽

琼海温泉发富油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参展商品：北仍山山柚油

琼海中原甄想记椰子加工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椰浆

■■■■■ ■■■■■ ■■■■■

2019年5月29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A06

“嘀嘀嘀，嘀嘀嘀……”手机提示音
响个不停，一笔笔网络订单不断涌进。5
月28日，在海口一农副产品电商公司的
办公室内，运营人员小甘在忙着统计订
单数，“我们已经和定安文宗粽子厂合作
了5年，消费者早已认可，每年都有不小
的回购量。”

佳节将至，定安粽子搅热端午市
场。小甘说，定安粽子味道香、品质
好，消费者非常信赖，品牌认可度极
高，“每年端午都有顾客点名要买定安
粽子。”

消费者认可的背后，是定安人对粽
子品质和品牌的匠心追求。近年来，定
安政府机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围绕定
安粽子品牌建设，不忘初心，多方发
力，以去工业化制作手法保风味，以高
标准生产保品质，不断强化定安粽子品
牌价值。

匠心制作是定安粽子好吃的秘诀，
也是每个定安粽子生产者持守的理念。

“捆定安粽子讲究‘三横三纵’，扎绳
太松馅易露，水易渗入粽中，导致口感不
佳。扎绳太紧粽子外观不好看。”5月28
日，在位于定安县定城镇的定安新泰来
食品有限公司粽子生产基地内，工人们
正加班加点地赶制粽子。

而在工人们身后，一块黑板分外醒

目，上面写着：食品质量与安全是企业发
展的出路，认真工作，把好质量关，才能
生产出优质的粽子。

“粽子虽小，但是工序多，要有匠心
精神才能把粽子包好。”工人们熟练地铺
一层粽叶，倒上一层糯米，放上几块肥瘦
相间的黑猪肉，再与用红泥腌制的富硒
咸鸭蛋黄糅合在一起，巧手一收一拢间，
一个个紧实精致的五角粽子便成型了。
此后，还需用大火蒸煮10余个小时，粽
子才能出炉。

而在今年，定安粽子制作中更加注
重食品安全问题，执行了更加严苛的食
安检测标准。在定安，政府、协会、企业
共同努力，层层从严把关，通过“点对
点”监管购买放心猪肉，建立猪肉购销
台账等举措，把关原材料，确保为广大
消费者提供经过层层检测的“放心粽”

“安全粽”。
“定安粽子企业宁愿多花时间和经

济成本，也绝不会在用料和工艺上缩减
一丝一毫，保证了品质，维护了品牌和口
碑。”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说，如
今定安粽子名气越来越大，成为知名品
牌，这和定安县政府的支持、本地粽子企
业的匠心坚持以及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
密不可分。

近年来，在定安县政府的帮扶下，定

安各粽子企业借力“互联网 ”建设，让定
安粽子“触网触电”，使品牌焕发新活力。

今年，定安更是探索出电商运营新
模式。“定安粽子协会整合各会员单位资
源，建立完善的电商网络，不仅通过微
信、淘宝等渠道售卖定安粽子，还搭建了
定安粽子官方网络销售平台，推出‘粽礼
卡’，在全省各市县广布点，打造一站式
互联网新零售体验门店。”王沸健介绍，
消费者通过购买“粽礼卡”后，扫描卡上
的二维码，即可实现定安粽子全省范围
内一日内送货到家。

此外，定安县政府在为
定安粽子建设立体营销
网络的同时，还挖掘
粽子背后的生态、
文 化 价 值 。 今
年，定安组织了

“争鲜美食汇”
和“趣味定安
美食漫谈”美
食涂鸦、绘画
活动等一系列
线下文体活动，
让 更 多 的 游 客
体验当地浓厚的
粽文化和生态美景。

（撰文/段誉）

出生于琼海的李会革是海口馨艺
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也是他最
先探索将鸡屎藤这一海南常见植物融
入海南粽子。

“经过3年多的培育，目前鸡屎藤
粽仅在端午节前后的订单就达到10
万个，销售额超过100万元。”李会革
说，相较于普通粽子，鸡屎藤粽更易消
化，而且口感更清爽，“相对来说不会
太黏牙，很多人喜欢吃。”

“开发鸡屎藤粽是我们挖掘家乡
名优农特产品的一种努力。”李会革
说，除了鸡屎藤粽，他还推出了鸡屎藤
月饼，并于2017年与省内知名品牌香
江德福公司合作研发了鸡屎藤饼干，
同年推向市场，借助海南家乐福、海南
邮政等渠道，销售2万余桶，“只有不

断创新，才能保持活力。”
为了打造品牌，壮大产业规模，琼

海一直重视推动粽子企业等创新制作
工艺，提高粽子制作水平，提高保鲜技
术，打动不同消费者的味蕾。

“与一般粽子相比，我们的五色粽
款式新颖、色彩鲜艳，在这次的海南端
午美食文化节上有不少单位主动下
订单。”海南碧乡石碧苗妹五色粽水
口仔厂相关负责人介绍，五色粽的制
作源于当地苗家的五色糯米饭，由于
制作出的粽子外观、口味都与普通粽
子有明显差别，在粽子市场上很有独
特性。

将原本不易保存、运输的五色糯
米饭制作成粽子，既丰富了琼海名优
粽子的种类、数量，也让水口仔村村

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据了解，
五色粽已经成为当地村民的重要产
业支柱。

斑兰叶是东南亚的热带植物，含
有角鲨烯，具有保健养生的功效。在
琼海中原镇，斑兰粽已经成为当地闻
名遐迩的农特产品，斑兰粽一经面市，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

琼海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琼海市高度重视农特产品创新，仅在
粽子单品上，就已形成“镇镇有名粽，
镇镇有特色”的粽业格局。其中代表
产品包括鸡屎藤粽、五色粽、斑兰粽、
杂粮粽等。目前，琼海正推动农业跨
领域发展，将名优农特产品与旅游伴
手礼等相结合，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

持续创新打造旅游伴手礼 借助电商平台产品销全国

琼海：农特产品声名鹊起

定安县粽子协会会员企业名单（二）

精选食材、手工捆扎、大火蒸煮，层层把关品质高

定安：精细制粽独具匠心

关注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海南鸿基食品有限公司（鸿基）
产品：定安黑猪肉粽子、年糕、水果酥饼、
月饼
品牌：鸿基
联系人：叶绵兴
电话：13807572322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龙岭村委会沙洲村

海南定安伍荣昌实业有限公司（伍荣昌）
品牌：伍荣昌
联系人：朱跃章
电话：18889997269
地址：定安县雷鸣镇干埇村

海南定安新泰来食品有限公司（新泰来）
产品：黑猪肉蛋黄粽子、琼式酥皮月饼、黑猪肉

腊肠系列产品、糯米红年糕
品牌：新泰来
联系人：刘会明
电话：13398986192
地址：定安县达岭开发区栖凤路

海南悠乐乐贸易有限公司（母心粽）
产品：黑猪肉粽子
品牌：母心粽
联系人：吴乾壮
电话：13907682052
地址：定安县定安汽车站后200米处

定安定城兴顺酒店（新双黄）
产品：黑猪肉粽子、兴顺农家黑猪脚、年糕、月饼
品牌：新双皇

联系人：李爱柳
电话：13006032608 63828238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582号

海南琼宝食品有限公司（琼宝）
产品：定安黑猪肉粽子、黑猪腊肠、黑猪腊肉、椰
子饭
品牌：琼宝
联系人：吴川
电话：18789755336
地址：定安县塔岭开发区栖凤路

海南定安和潮食品有限公司（和潮）
产品：粽子、琼式月饼、叉烧肉、红年糕
品牌：和潮
联系人：许照成

电话：13648625890 63825156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大众路

定安定城春阳餐厅（春阳）
产品：黑猪肉粽子
品牌：春阳
联系人：岑诗兰
电话：13098909777 63821777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人民中路

海南定安道顺智广食品有限公司（岭口黎）
产品：黑猪肉粽子、槟榔
品牌：岭口黎
联系人：周道顺
电话：18976409998
地址：定安县岭口镇岭口村委会东风坡村2号

海南新创味美食品有限公司
产品：黑猪肉粽子
品牌：创味美
联系人：蒙绪龙
电话：18876640444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98号千华城机关
幼儿园后面

定安雷鸣四爹粽厂
产品：黑猪肉粽子、餐饮服务
品牌：大姆子
联系人：陈贤毅
电话：13337564333
地址：定安县雷鸣镇北斗村委会对面118号

（撰文/段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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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屎藤粽真好吃！给我来两盒。”
“鸡屎藤粽怎么卖？”5月26日，在位于
海口名门广场的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
文化节会场，来自海口馨艺饮食文化有
限公司的产品——鸡屎藤粽受到消费
者青睐。不少市民游客在现场大口品
尝，并向工作人员询问、购买，还有不少
游客购买真空包装的粽子寄给家乡的
亲朋好友。

鸡屎藤粽子是琼海近年来推出的
名气较大的农特产品，通过互联网平
台，鸡屎藤粽子已经成功走进北上广等
一线城市，成为海南粽子的代表性产品
之一。

除了鸡屎藤粽，琼海五色粽、灵芝
鸡粽、黑猪肉粽等名优农特产品也通过
持续创新产品，不断更新产品载体，在
海南乃至全国的农特产品市场上声名
鹊起。

琼海优质农特产品资源众多，例
如琼海烟塘的土鸡和土鸡蛋，便在当
地闻名遐迩。

“如今借助互联网平台，烟塘的
土鸡这一‘香饽饽’已传遍大江南
北。”李会革说，由于海南的地理位置
条件，通过传统途径很难迅速打响优
质农特产品的名气，“但现在利用互
联网平台，能轻松完成以往想都不敢
想的工作。”

据介绍，2014年底，李会革针对
性研发了一款椰子鸡汤套餐，主打全
国市场。经过努力，这款定价198元
一套的椰子鸡汤套餐已经在淘宝、京
东、微信朋友圈以及微店上线，仅代理
就突破了500余人，最远卖到了西藏、
新疆乌鲁木齐等地。

在李会革看来，通过网络营销，能
让更多人走进他的家乡——琼海烟
塘，让更多没有来过琼海的人了解琼
海，从而喜欢琼海，投资琼海。

“这两天卖得特别好，不仅现场
的粽子卖得快，网络上也接到一批

订单。”海南特麦拉食品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带来的产品是
斑兰粽与柳妈粽，“原材料都是精心
挑选的，因为风味纯正，很受消费者
喜欢。”

就琼海市农产品与原生态食材而
言，不少消费者直言“很喜欢”。家住
海口的陈曦透露，她很喜欢琼海的杂
粮与冷饮小吃，“以前想吃正宗的产品
只能到琼海去买。而现在很多店的产
品都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购买，比以前
要方便很多。”

据了解，得益于互联网产业的发
展，琼海名优农特产品的发展势头近
年来愈发强劲。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6年起，琼海市便大力推动农村淘
宝项目，让农产品和旅游服务搭上互
联网平台，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优势，突
破物流、信息流的瓶颈。

目前，借助电子商务平台，琼海已
把辣木面条、土家酱菜、手工艺品等一
批名优农特产品发送到全国各地。琼

海市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
市通过提升全市光纤网络覆盖率，完
善农特产品进网的硬件基础，把以前
藏在深山乏人问津的农产品变成了

“网红”。
“一斤装的山兰酒卖98元，一盒

天然胡椒卖38元，不仅价格卖得好，
而且卖得多、卖得快。”琼海市会山镇
加脑村村民马振明高兴地说，“大家以
前都不敢想，足不出户还能把自家的
农特产品卖出去。”

此外，琼海市还结合电子商务平
台，以规范化种植、精品化设计，打造
一系列拥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农产品，
让“互联网＋农业＋贫困户”有机结
合，助贫困户实现增收脱贫。

琼海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依
托电商平台，推动琼海特色农产品与
电子商务相结合，加强与知名电商平
台的交流合作，助推现代特色农业做
大做强，着力完善物流等相关配套服
务，进一步加强电子商务发展。

（撰文/元宇）

持续创新 产业添活力

载体更新 产品变“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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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文化节现场，销售人员为市民游客介绍定安粽子。 阮琛 摄

琼海企业展销特色名粽。 阮琛 摄


